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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首只服役的导盲犬壮壮，今
年 10 岁了，到了快“退休”的年龄。8
月 4 日上午，记者在主人丁志强家见
到了温和、友善、尽职尽责的壮壮。

“2011 年我从网上得知大连有个
中国导盲犬基地，想着自己上下班都
要妈妈接送，要是有一只导盲犬就能
独自上班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丁志强打电
话提出了申请。没想到，2012 年年
底，他就接到了通知，成为江苏省第一
个成功申请导盲犬的人。

2012 年 12 月底，丁志强独自一
人来到了大连的培训基地开始对“壮
壮”进行接触了解。经过 30 天的磨
合，2013 年 2 月，丁志强带着壮壮从
大连飞到了上海，又一起辗转地铁、高
铁，顺利回到了常州。

在丁志强的心里，壮壮不仅仅是
他出门时的“眼睛”，更像是他的家
人。“我当他是‘儿子’，女儿也总是叫
他‘大壮哥哥’。7 年来，2500 多个日
日夜夜，我们朝夕相伴，晚上它就睡在
我床边的地上，外出也好，去外地旅游
也好，都会带着它。”

在丁志强的手机里，收藏着他和
壮壮每一次旅行的照片。“我们一起去
过很多地方，北京、海南，浙江，特别是
有水的地方，壮壮都很喜欢。”如果不
是受疫情影响，丁志强原计划要带上

壮壮来一次新疆之旅，带他见识更为
广阔的世界。

作为一条导盲犬，壮壮总让自己
时刻保持着工作状态。即便在家里，
卸下了工作鞍，壮壮也会关注着丁志

强的一举一动。帮助丁志强已经不
单单是他的工作，更像是他的一份责
任和使命。

“虽然很不舍，但也想让他早一点
‘退休’，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属于自己
的时光，不用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工
作的状态，可以尽情地奔跑玩耍。”丁
志强说，导盲犬一般可以服役到11至
12岁，“今年3月，壮壮刚过完10周岁
生日，这个年龄相当于人类的 60 多

岁，能明显感觉到壮壮的精力不如从前，
更喜欢安安静静地趴着。”

丁志强说，如果壮壮退役，他就得再
去申请新的导盲犬，按照规定是不能
同时领养壮壮的。壮壮会回到中国导
盲犬基地，随后基地会征求小时候寄
养家庭的想法，如果寄养家庭愿意接
受，壮壮就必须回去了。“我们全家都会
很舍不得的，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吧，让
我再想想。” 宋婧 陈秋萍图文报道

——江苏首只导盲犬“壮壮”退役故事

“2500多个日夜，我们从没分开过”

本报讯 7 月 31 日，走进冷库，
香气扑面而来。里面放着 1 万多斤
翠冠梨，分别于 7 月 23 日、25 日和 27
日在吴洪华的 6 亩试验田里采摘的。

“做水果品控的专业人士，在采摘
期进入梨园，也都能闻到香味。”吴洪
华随手削了一只梨子，一品尝，比普通
翠冠梨更细腻、更绵密，而且风味好，
嘴里一直留着甜甜的梨味。

吴洪华是郑陆镇翟家村的村民，
种梨 20 多年。2019 年，优农道(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和常州杰记水果引进日
本技术，在他 100 亩的梨园里单独建
立 6 亩试验田，要种出“史上最贵的翠
冠梨”。

选择吴洪华，是因为他自身对翠冠
梨的种植既有经验，又有品质把控。他
家普通的翠冠梨每年的收购价格每斤都

要高出三毛钱，在水果零售巨头百果园
的店铺中，属于翠冠梨中的招牌梨。

“但现在试验田的种植方法、肥料使
用和过去完全不同。”吴洪华说，每年要
进行两次测肥，做到精准施肥，土壤中发
现缺少哪种微量元素，就及时补上。

由于今年还处于试验阶段，要让日
本种梨技术落地，还需要入乡随俗，进行
不断调整。吴洪华最大的感触是，以往

一亩田的成本仅需三四千元，而现在达
到了八九千元。“成本翻倍，产量却降低
了30%到40%。”

吴洪华介绍，在市场上，翠冠梨一般
最贵的也只有六七元一斤，但去年他的
试验梨运到深圳，每斤售价12.8元。

随 着“ 史 上 最 贵 的 翠 冠 梨 ”的 诞
生，改变的不仅是种植模式，更是按重
量销售的方式。天宁农业部门表示，
好产业要有好标准，今后翠冠梨要设
产品分级体系，选示范园区将品质做
出来，最终增强天宁自产翠冠梨的市
场竞争力。

（凃贤平 徐佳誉）

最贵的翠冠梨怎么种？

本报讯 今天上午，一场“萌娃
总动员——践行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天宁在行动”道德讲堂活动在爱粒
堡托育中心举行。

据了解，活动现场将由爱粒堡
托育中心的师生们通过手偶剧，采

菱社区的小朋友通过自编自演短片，
向观摩群众传播文明养犬的理念；全
国人大代表、老三集团工会主席李承
霞带领企业里的“小候鸟”们发出文明
倡议，号召大家一起学习《常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 （顾家伊）

天宁践行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天宁区
“十百千朝阳计划”要求，近日，青龙
街道“青穗返乡计划”暨大学生暑期
实践锻炼活动正式启动,通过前期报
名、筛选，15名大学生正式“上岗”。

“青穗返乡计划”面向青龙籍或
居住在青龙辖区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
院校即将升入大三、大四的本科生。
参加该计划的大学生将深入基层一
线，参与基层党建、防汛救灾、疫情防
控、文明创建、爱心帮困等实践活动。

青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庄璐告诉记者，发起这项活
动，是希望搭建在校大学生返乡服
务、助力青龙发展建设的开放平台，

吸引青年人才充实基层治理队伍，为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注入青
春活力和人才动能。

启动会上，三位在青龙工作的优
秀大学生代表围绕机关工作、村（社
区）综合治理、基层党建以及群众工作
等内容，分享了工作经验与感悟。庄
璐向大学生代表赠送了青穗礼包，鼓
励广大青年大学生关注家乡发展，珍
惜基层实践锻炼机会。

活动现场，青龙街道党工委组织
大学生们参观了互联网+新经济产
业园党群服务站和横塘社区服务站，
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青龙、更快融入
基层。 （宋婧 房宁娟）

15名大学生正式“上岗”

青龙街道“青穗返乡计划”启动

本 报 讯 近 日 ，浦 北 华 家 村
200 号楼前，一座新颖美观的分类
垃圾收集房建成并投入使用，这得
益于浦前、浦北两个区域网格积极
发挥片区共建大网格的优势，互帮
互助共解难题。

此前，浦北社区第七网格网格
长、网格员和志愿者对建垃圾收集
房进行了大量前期工作。但由于该
楼地处浦前社区（村委）的华家村
内，涉及两个片区的老百姓。为此，
浦北社区主要负责人、浦北区域网
格长和该网格的网格长积极与浦前
社区联系，希望能在楼栋邻近的地
方落实分类垃圾收集房的地方。浦

前社区予以充分理解，并做好附近村
民的思想工作。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兰陵街道
浦北社区织好三重网，即楼栋基础
网格、社区区域网格和片区共建大
网格。在全要素网格治理中，三网
有机结合、协调互动，收集民意体现
代表性、反馈问题体现导向性、解决
手段体现综合性。新型冠状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中，浦前、浦北两个区域
网格积极发挥片区共建大网格的优
势，实施联防联守。通过资源共享，
实行道路互通，改变只顾自扫门前
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共同打
赢了疫情防控战。 （刘平）

浦北社区织好社会治理三重网

本报讯 “维权之路多亏有你
们的帮助。”7 月 21 日，农民工朱师
傅向天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表
示感谢。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涉事
公司法人和劳动者法援律师共同在
劳动仲裁调解书上签字，至此，134
名农民工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薪之路
终于有了结果。

今年 2 月，因受疫情等影响，某
纺织印染公司准备停业，公司 134
名员工面临失业。3 月，双方正式

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及经济补偿承
诺书》，但直至 5 月底，公司仍未履行
相关承诺内容。

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区法
律援助中心及时介入，指派法援律师
帮助维权，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受理集
体案件后，组织约谈企业法人，区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前往公司调查取证。最
终，为 134 名员工挽回工资及经济补
偿金达600余万元。

（罗翔 张倩倩）

法援中心联手人社部门

为134名员工讨薪600余万元

本报讯 市民关注的龙游河整治
进展顺利。昨天，记者从整治现场了
解到，天宁今年将在龙游河上打造“桥
梁博物馆”。

龙游河整治自 4月启动以来，“无
证建筑拆除、房屋征收”两大工程进入
收尾阶段，现在正在进行“雨污分流及
截污、清淤驳岸、景观及业态提升”三
大工程。

“桥梁博物馆”的打造，就属于“景
观及业态提升”工程。以龙游河街道
南侧段为例，两条慢行道将依河而建，
河对岸考虑到朝阳三村是老小区，增
建一个健身广场。为方便两岸居民，
中间还要改建一座人行桥。

龙游河由刘塘浜、三宝浜等水系

支流组成，全长 6.1 公里。作为茶山区
域的重要水系枢纽，龙游河不仅是该地
区防汛抗洪的主要载体之一，而且见证
了茶山地区的历史变迁，承载着周边居
民群众的历史记忆。

此外，建造一个户外的“桥梁博物
馆”，茶山街道有着天然的优势。据街道
统计，龙游河上共有 23 座桥梁，其中劳
动路南侧杨思桥为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
文物，离宫路北侧工农桥为1972年建造
的老桥。

“这次我们要新建 6 座人行桥，改造
10 多座桥。这样一来，平均 200 米就有
一座桥。”龙游河整治由天建集团负责，
总经理助理兼工程部经理钱龙南告诉记
者，这些桥都将建成景观桥，每一座桥各

有特色，样式取自于常州的老桥，桥名则
重现历史上的毗陵宫文化。

很多市民可能不清楚，在城南夏城
桥、横夸村南边，曾是隋朝的“离宫”——
毗陵宫遗址，现在的离宫路就是据此而
命名的。617 年开始，隋炀帝集十郡兵
匠数万人，建凉殿 4 座，名为“圆巷、结
绮、飞宇、漏影”，苑中凿有夏池，环池建
有12座后宫，回廊复阁，飞觞激水，方圆
十二里成为江南豪华的离宫。

这次，沿线打造 12.2 公里长的慢行
步道，与古运河步道打通。今后，市民在
龙游河两岸散步，通过这些桥梁过河非
常方便。

龙游河整治，分三个标段进行施
工。据了解，考虑到汛期度汛安全，驳岸

建设等在黄梅季节之后集中力量施工。
部分河道达不到泄洪的要求，还将拓宽
到15米。

此次进行的雨污分流及截污工程，
不仅将龙游河周边污水管网情况摸排
清楚，而且将由市排水管理处负责将其
全部接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实现水清
目标。

“水清、路通、景美、功能配套，是龙
游河整治的目标。”茶山街道副主任叶慧
超说，通过政府搭台，龙游河整治主要完
成基础系统工程，构筑绿色生态基底，然
后对沿河有限空间进行“微打造”“微整
治”，公共空间会弹性留白，引导居民参
与更新。

（凃贤平 陈秋萍）

新建6座人行桥，改造10多座桥

天宁在龙游河上打造“桥梁博物馆”

丽华一村社区的板报工作，终于迎来了接班人。8 月 4 日上午，前黄高中
二（14）班的6位学生，顶着烈日，为两块板报更新了内容。

陈欣煜是6位学生中最有出板报经验的。“以前在学校有过出黑板报的经
历，我只需负责写字，这次让我们独立负责出好一整个版面，感觉很不容易。”陈
欣煜和同伴用了一整天时间来搜集素材、规划版式，但到了现场才发现，有些想
法并不实用，还得边出边改。学生们说：“特别佩服张爷爷和周爷爷，一个人要
完成策划、书写、画画所有工作，真是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他们还表示，以
后会多多参加这样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宋婧 陈秋萍/文 邵雨林/摄

本报讯 林园村的铁路隔音
窗更新改造项目从 6 月 9 日开始，
目前已全部安装完毕。该项目将
有效减少高铁行驶给沿线居民带
来的噪音污染。

林园村隶属天宁区红梅街道，
西靠城际铁路，紧邻火车站北广场，
有十几家住户距离高铁护栏只有 2
米距离。

此次铁路十九局给铁路沿线

120米内的居民家中免费安装隔音窗。
据了解，共为109户居民安装了950扇
采用了塑钢中空双层玻璃的窗户。

由于林园村属于城中村，居民建
筑大多为私房，窗户形式各异，尺寸大
小不一。大部分房屋为老式木质平开
窗户，结构破旧。最终决定“不拆旧窗
装新窗”，逐户丈量，在不影响住户原
窗户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增设新窗，使
得隔音效果显著。 （陶怡 胡志平）

为铁路沿线住宅装上隔音窗

本报讯 近日，常州老城厢复兴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首个项目，天宁
寺——文化宫景观廊道罗汉路的提升
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位于古运河畔的罗汉路全长 500
米左右，位于常州市中心，是连接和
平北路与红梅路的一条市区干道。
因寺庙得名的罗汉路，交汇了天宁禅
寺、红梅公园、东坡公园等老常州热
门场所⋯⋯从这一个个交汇点延伸开
去，构成了每个常州人专属的老城厢
记忆，也开启了这座城市的商业繁华。

如今的罗汉路不仅是连接“东南第
一丛林”天宁寺与“城市主客厅”文化宫
广场的主要通道，更是聚集省常中、二十
四中等名校的“百年学府路”。常州市第
二十四中学创办时间为1929年，距今已
有91年的校史，通过几代人筚路蓝缕的
不懈努力，积淀了厚实的文化底蕴，成为
一所历史悠久、质量上乘，市民向往的优
质学校。

步入这条充满深厚文化底蕴的罗汉
路，你一定会发现道路两侧的法国梧桐，就
像一列列士兵在为我们站岗放哨。（沙杨）

““百年学府路百年学府路””罗汉路的故事罗汉路的故事

2013年，壮壮“初来乍到”

工作中的壮壮

2019年，全家三亚游


